
 

 

 

 

 

企业商务诚信报告  
 
 

评价对象：广东商务诚信报告样本公司 

报告编号：BIR20160428020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征信公司 

电    话： 

E-MAIL：   

 

 



第 1 页

 
声 明  

本征信机构对信用评价作如下声明： 

本信用报告有效期壹年，自本报告日期起生效。 

除因本次评价事项使本征信机构与评价对象构成委托关系外，

本征信机构、评估人员与评价对象不存在任何影响评价行为独立、

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本征信机构与评估人员履行了调查和诚信义务，有充分理由保

证所出具的评价报告遵循了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本信用报告的评价结论是本征信机构依据合理的内部信用评价

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未因评价对象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

的不当影响改变评价意见。  

本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和其后的跟踪评价均依据评价对象所提

供的资料，评价对象对其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正

确性负责。  

本信用报告用于相关决策参考，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

议。  

鉴于信用评价的及时性，本征信机构将对评价对象进行跟踪评

级。在信用等级有效期限内，评价对象在财务状况、外部经营环境

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向本征信机构提供相关资料，本征信机构

将按照相关评价业务规范，进行后续跟踪评级，并保留变更及公告

信用等级的权利。  

本报告所涉及的有关内容及数字分析均属敏感性商业资料，其

版权归本征信机构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修改、复制、转载、散发、

出售或以任何方式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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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务诚信报告样本公司报告概述 
信用等级及释义： 

等 级 A级 

释 义 

企业信用素质良好，资

金实力、资产质量、经济效

益等指标处于中上等水平，

经营总体处于良性循环状

态，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

但无大的风险，履约能力尚

可 

 

基本结论及风险提示： 
基本结论： 

企业信用总体良好，无不良信

用记录。 

企业经营风格稳健，无短期借

款和长期借款，负债风险较低。 

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 15年经

营收入和利润有较大幅度下滑。 

 

生产经营情况： 
14年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到 5000

万，加大固定资产和研发投入，引

入德国先进设备，提升了产品生产

能力，目前各类产品品种齐全，且

规格尺寸多样。 

 

 

公共信用信息： 
经查询广东商务诚信公共服务

平台、信用中国、信用广东等，该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企业名称 广东商务诚信报告样本公司 

企业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大榄

管理区 

法定代表人 李伟明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元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9年 01月 01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7081188888 

 

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年份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资产负债率(%) 20.71 53.13 

流动比率(%) 3.34  1.20  

速动比率(%) 1.11  0.40  

总资产周转率(次) 1.78  2.8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22.18  20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 2.58  4.42  

净资产收益率(%) 3.07% 11.99% 

营业收入利润率(%) 12.37% 8.69% 

总资产报酬率(%) 2.43% 5.62% 

营业收入增长率(%) -26.73% 14.19% 

利润增长率(%) -49.59% -0.08% 

资本增长率(%) 96.83% 11.74% 

 
 

 

 

分析师：          （高级信用管理

师） 

 

           （签名）（公司盖章） 

**征信公司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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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1 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广东商务诚信报告样本公司 企业简称: 样本企业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宁路 1号 

联系电话: （0757）82588888 联系传真: （0757）

82588888 

企业网址: www.creditsample.com 

 

2 注册信息 

中文名称: 广东商务诚信报告样本公司 

英文名称: --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宁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李伟明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元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9-01-01 

登记注册号: 440682000091190 注册日期: 1999-01-01 

登记机关: 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期限: 自 1999-01-01至长期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陶瓷制品；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3 股东信息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投资方式 认缴额 实缴额 

李伟明 60% 货币 3000 3000 

徐晓华 40% 货币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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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变更 

公司名称变更 

从: 广东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

至： 

广东商务诚信报告样本公司 变更日期： 2013-12-11 

 

注册资本变更 

从: 1000万   

变更

至： 

5000万 变更日期： 2014-12-25 

 

股东变更 

从: 李伟明 50%，徐晓华 50%   

变更

至： 

李伟明 60%，徐晓华 40% 变更日期： 2015-01-17 

 

企业类型变更 

从: 无变更   

变更

至： 

-- 变更日期： -- 

 

住所/经营场所变更 

从: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美的大道 1号   

变更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宁路 1号 变更日期： 201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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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法人代表人变更 

从: 无变更   

变更

至： 

-- 变更日期： -- 

 

经营范围变更 

从: 产销：陶瓷制品；销售：水暖器材；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除

外；不单列贸易方式）。 

  

变更

至： 

产销：陶瓷制品；销售：水暖器材；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变更日期： 2014-12-25 

变更至 生产、销售：陶瓷制品；国内贸易，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变更日期： 2015-10-09 

 

二、组织机构和经营者 
1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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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办

销售部 行政部财务部 采购部生产部

生产车间

能源环保车间

品质部

PMC科

仓管科

物流部

会计部

市场部

品牌销售部

OEM部

工程部

人力资源部

安全生产办

后勤管理部

出口部

研发部

 

2 分支机构 

机构名称 地址 负责人 联络方式 

无分支机构 -- -- -- 

 

3 核心领导层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学历/职称 主管业务 

李伟明 董事长 男 45 本科 -- 

牛群 总经理 男 38 硕士 -- 

谭晓丽 财务总监 女 38 硕士 -- 

李华华 监理 男 52 本科 -- 

 

4 主要领导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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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李伟明 

年代 工作单位 任职 

1990-1994 佛山明珠陶瓷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 

1994-1999 佛山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1999至今 广东征信报告样本有限公司 总经理 

2）其他高管 

姓名 职务 年龄 
专业或 

职称 
学历 

与企业主要 

股东是否亲属关系 

      

      

      

      

 

5 关联企业 

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 

广东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1000万人民币 对外投资 李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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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与经营状况 
1 主要经营场所 

类型 面积 产权归属 

营销中心 占地 4787.79平方米,建筑面积 10632.98平方米 租赁 

生产基地 占地 403亩 自有 

 

2 品牌 

品牌名称 简介 

  

  

  

 

3 拥有商标 

经商标注册公示平台，该公司注册中和已成功注册的商标如下，不包括已转让

的商标。 

商标名称 状态 注册号 申请日期 

    

    

    

    

    

 

4 专利技术 

NO 专利类型 申请号 发布日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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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专利类型 申请号 发布日期 摘要

1 实用新型 2014207433343 2015-09-16 一种低温等离子器末端去除臭氧的装置 

2 实用新型 2014207464854 2015-09-09 一种可移动的污水处理装置 

3 实用新型 201420744180X 2015-05-13 一种一体式旋转污水处理池 

4 实用新型 2014206511114 2015-03-25 一种花木喷灌系统 

5 实用新型 2014206505397 2015-03-25 一种通风隔音窗 

 

5 上市信息 

上市地点 上市时间 备注 

   

   

 

6 主要产品 

  2014 年 2015 年 主要 

产品 实际产量 销售量 销售收入 实际产量 销售量 销售收入 

       

       

7 主要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权属 技术 备注 

       

 

8 主要服务项目表 

服务项目名

称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上一年度收入／万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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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采购情况 

采购地区 

地区 百分比 主要地区/国家 

国内 80%  

海外 20%  

 

付款条件 

条件 百分比  

赊销  30-90天 90%  

部分预付款 -  

信用证 10%  

 

主要供应商 

地区 名称  

国内 广东华宇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国外 BASF Chemical Company 

 

10 销售情况 

销售地区 

地区 百分比 主要地区/国家 

国内 80% 华南 

海外 20% 东南亚 

 

销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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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百分比 备注 

赊销  30-90天 90%  

部分预付款 --  

信用证 10%  

 

主要客户 

地区 名称 

国内  

国外  

 

11 人员状况 

文化素质 职称 

项目 

中专及以下 大专及本科 硕士及以上 初级 中级 高级 

总

人

数　 

人数 300 396 2 205 43 11 698 

比例% 　43 57 0.2 2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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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与往来银行 
1 重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 63,153,895.19  50,184,225.78  25.84% 

流动负债 18,934,412.22  41,715,101.30  -54.61% 

固定资产 26,857,514.72  26,968,843.98  -0.41% 

总资产 91,577,576.42  78,699,167.66  16.36% 

总负债 18,969,212.22  41,810,104.30  -54.63% 

股东权益 72,608,364.20  36,889,063.36  96.83% 

营业收入 162,623,523.18  221,939,658.06  -26.73% 

净利润 2,229,359.38  4,422,438.90  -49.59% 

 

2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 6,137,066.39  12,018,939.80  -48.94% 

短期投资 2 　 　 　 

应收票据 3 　 　 　 

应收股利 4 　 　 　 

应收利息 5 　 　 　 

应收账款 6 9,881,849.67  371,358.82  2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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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次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其他应收款 7 4,902,885.04  4,033,421.04  21.56% 

预付账款 8 181,560.00  152,550.00  19.02% 

应收补贴款 9 　 　 　 

存货 10 42,050,534.09  33,607,956.12  25.12% 

待摊费用 1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

资 
12 　 　 　 

其他流动资产 13 　  　 

流动资产合计 14 63,153,895.19  50,184,225.78  25.8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5 510,000.00  510,000.00  0.00% 

长期债权投资 16 　 　 　 

长期投资合计 17 510,000.00  510,000.00  0.0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8 56,521,942.10  51,727,026.64  9.27% 

减：累计折旧 19 29,664,427.38  24,758,182.66  19.82% 

固定资产净值 20 26,857,514.72  26,968,843.98  -0.41%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1 　 　 　 

固定资产净额 22 26,857,514.72  26,968,843.98  -0.41% 

工程物资 23 　 　 　 

在建工程 24 704,580.04  518,777.79  35.82% 

固定资产清理 25 　 　 　 

固定资产合计 26 27,562,094.76  27,487,621.77  0.2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27 148,839.32  6,500.00  21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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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次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长期待摊费用 28 202,747.15  510,820.11  -60.31% 

其他长期资产 29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30 351,586.47  517,320.11  -32.04%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31   　 

资产合计 32 91,577,576.42  78,699,167.66  16.3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3 　 　 　 

应付票据 34 　 　 　 

应付账款 35 13,589,888.86  34,490,558.69  -60.60% 

预收账款 36 　 　 　 

应付工资 37 　 892,647.00  　 

应付福利费 38 　 　 　 

应付股利 39 　 　 　 

应交税金 40 1,048,409.49  948,299.00  10.56% 

其他应交款 41 60,030.96  46,637.86  28.72% 

其他应付款 42 2,143,866.35  3,102,957.72  -30.91% 

预提费用 43 2,092,216.56  2,234,001.03  -6.35% 

预计负债 4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45 　 0.00  　 

其他流动负债 46 　 0.00  　 

流动负债合计 47 18,934,412.22  41,715,101.30  -54.61%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48 　 　 　 

应付债券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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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次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长期应付款 50 　 　 　 

专项应付款 51 34,800.00  95,003.00  -63.37% 

其他长期负债 52 　 　 　 

长期负债合计 53 34,800.00  95,003.00  -63.37%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54 　 　 　 

负债合计 55 18,969,212.22  41,810,104.30  -54.6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6 45,500,000.00  10,000,000.00  355.00% 

减：已归还投资 57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58 45,500,000.00  10,000,000.00  355.00% 

资本公积 59 　 　 　 

盈余公积 60 　 　 　 

其中：法定公益金 61 　 　 　 

未分配利润 62 27,108,364.20  26,889,063.36  0.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 72,608,364.20  36,889,063.36  96.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4 91,577,576.42  78,699,167.66  16.36% 

 

3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一、主营业务收入 1 162,623,523.18  221,939,658.06  -26.73% 

减：主营业务成本 2 141,757,747.09  201,711,205.38  -29.7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 745,626.15  942,146.43  -20.86% 

二、主营业务利润 4 20,120,149.94  19,286,306.25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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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次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加：其他业务利润 5 162,234.56  　 -- 

减：营业费用 6 8,784,047.63  4,478,359.82  96.14% 

管理费用 7 9,882,096.39  8,511,136.91  16.11% 

财务费用 8 63,984.54  282,808.30  -77.38% 

三、营业利润 9 1,552,255.94  6,014,001.22  -74.19% 

加：投资收益 10 　 　 --　 

    补贴收入 11 　 　 --　 

营业外收入 12 1,461,180.00  　 --　 

减：营业外支出 13 40,956.77  117,416.02  -65.12% 

四、利润总额 14 2,972,479.17  5,896,585.20  -49.59% 

减：所得税 15 743,119.79  1,474,146.30  -49.59% 

五、净利润 16 2,229,359.38  4,422,438.90  -49.59% 

 

4 重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3.34  1.20  177.25% 

速动比率 1.11  0.40  180.48% 

资产负债率(%) 20.71% 53.13% -61.01% 

净资产收益率(%) 3.07% 11.99% -74.39%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2.58  4.42  -41.77% 

总资产周转次数 1.78  2.82  -37.03% 

税前利润率(%) 1.83% 2.66% -31.20% 

资产回报率 (%) 2.43% 5.62% -56.68% 

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 22.18  0.61  3531.58% 

存货周转天数 108.27  60.81  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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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变动比例%

应付账款平均周转天数 34.99  62.41  -43.93% 

主营业务利润率（%） 12.37% 8.69% 42.37% 

营业利润率（%） 0.95% 2.71% -64.77% 

资产总额年增长率 16.36% -8.03% -- 

净资产年增长率 96.83% 11.74% -- 

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26.73% 14.19% -- 

利润总额年增长率 -49.59% -0.08% -- 

注：2015年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从 1000万增资到 4550万，实收资本增大是影响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因素之一。 

 

5 往来银行 

该公司主要往来银行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东盛支行   基本户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北侧润和商业广场 C座首层铺位 

电话 (0757)81190192 

 

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南海官窑支行   一般户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瑶平路 8、10号铺 

电话 (0757)85887747 

 

民生银行，佛山支行   一般户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 61-1经委大厦附楼 1-3层   

电话 0757-8639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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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务诚信信息记录 
1 资质信息 

许可/认定部门 资质名称 内容 认定日期 截止日期 

-- -- -- -- -- 

 

2 欠税信息 

欠税费日期 欠税费类型 欠税费金额（元） 

-- -- -- 

说明：经查询税务系统，该企业无欠税信息。 

 

3 诉讼信息 

案号： -- 

立案法院：  -- 立案日

期： 

-- 

案由： -- 

诉讼地位： -- 审判程序:  -- 

诉讼标的金额

（元） 

-- 结案方

式： 

-- 

判决/调解日期: -- 

判决/调解结果： -- 

说明：经查询法院系统，该企业无诉讼信息。 

4 行政处罚信息 

处罚部门/文书号 处罚结果 处罚日期 

-- -- -- 

说明：经查询公共信用等系统，该企业无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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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大失信信息 

认定部门 失信事项 内容 认定日期 

-- -- -- -- 

 

6 荣誉信息 

荣誉名称 证书编号 评定日期 评定单位 

新锐榜荣誉证书 -- 2016-03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附件 
商务诚信等级说明 

符号 分数 
信用

情况 
释义 

AAA ≥90 
信用

极好 

企业信用素质高、有优良的信用记录，资金实力雄厚，资

产质量优良，经济效益明显，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与发展

影响极小，履约能力强 

AA ≥80<90 
信用

优良 

企业信用素质较高，资金实力较强，资产质量较好，经营

管理状况良好，经济效益稳定，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与发

展影响小，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A ≥70<80 
信用

较好 

企业信用素质良好，资金实力、资产质量、经济效益等指

标处于中上等水平，经营总体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可能存

在不确定因素，但无大的风险，履约能力尚可 

BBB ≥60<70 
信用

一般 

企业信用素质一般，有不良信用记录，资产和财务状况一

般，各项经济指标处于中等水平，会受不确定因素影响，

发展会有波动，有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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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50<60 
信用

欠佳 

企业信用素质欠佳，有较多不良信用记录，资产和财务状

况欠佳，各项经济指标处于偏低水平，履约能力欠佳，容

易受到不确定因素影响，有风险，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 

B ≥40<50 
信用

较差 

企业信用素质较差，有较多不良信用记录，资产和财务状

况较差，履约能力较弱，一旦处于较为恶劣的经济环境

下，有可能发生破产，但目前尚有能力 

CCC ≥30<40 
信用

很低 

企业信用素质很差，一年内有严重失信记录，企业履约能

力很弱，存在重大风险和不稳定性 

CC ≥20<30 
信用

极差 

企业信用素质极差，一年内有严重失信记录，企业已处于

亏损状态，没有履约能力 

C ≥10<20 
没有

信用 
企业无信用，企业亏损严重，接近破产 

 

----------------------------------全文完---------------------------------


